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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致力于全球优势农产品资源的开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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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农场，努力将更健康、优质、安全的地域优势食品提供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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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消费者。正谷标准农场始终坚持“环境友好、公平贸易”的经
营理念，满足当地有机标准，同时符合正谷优质食品标准和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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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在新品开发、工

6

艺优化、食物营养和产品安全管理等方
面开展工作。从食品健康和安全的角度
出发，建立严格的正谷优质食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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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蔬菜
北京市顺义区

保障正谷食品的安全、优质。

正谷有机原稻米

13

黑龙江省五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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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米粽

14

北京市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有机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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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正谷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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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正谷花雕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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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野生菌
云南省大理州、怒江州、迪庆州

正谷有机鸡蛋

21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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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年糕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

江苏省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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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苹果

正谷有机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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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

正谷有机红茶
云南省普洱市

7

正谷岩茶
福建省武夷山市

浙江省绍兴市

22

正谷中国标准农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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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海外标准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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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干果
美国

2

正谷红酒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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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Cavell巧克力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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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牛奶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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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Mosur橄榄油
希腊

6

正谷干果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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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牛肉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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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海鲜
美国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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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家宴食品卡，以正谷家宴套餐分享对食物的理解。
正谷有机农业团队诚意奉上：
正谷家宴食品卡，以正谷家宴套餐分享对食物的理解。正谷有机农业团队
诚意奉上：正谷有机粽、正谷澳洲动物福利有机牛肉、正谷瑞士Cavell公
平贸易巧克力、正谷丹麦Ouroland有机牛奶、正谷有机原稻米、正谷有机
红茶等，符合正谷优质食品标准，为您配送到家！

详情可致电 400-630-1001
或访问 www.oab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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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Fach 有机展会

地球一小时
有机食品的“蔚蓝生活”

正谷连续六年参加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通过主题演讲、翻译国际和中国有机趋势
手册等多种形式与国内外有机同行交流

7

WWF“地球一小时”
官方平台合作伙伴
我们的地球变化取决于个体的点滴选择，
正谷呼吁负责任的消费和可持续的“衣食
住行乐”，你的行为，可以改变世界

8

正谷有机创业大使
正谷公司内部创新项目，旨在建立开放、
学习、行动的工作文化，实践平等友善创
新的企业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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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灰蒙蒙的天，让霾字不再生僻，因为记忆中的那片蓝天，让人们对蓝
天更加渴盼”。今年的地球一小时，从蓝天入手，希望用大家的力量，让蓝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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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粽

现。2016年地球一小时的主题“为蓝生活”，鼓励公众为了蓝色天空和蓝色星球，

端午食颗有机粽

通过“衣食住行乐”，践行可持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01

正谷是201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球一小时官方平台合作伙伴，“衣

正谷有机粽食材之旅

食住行乐”五大倡议伙伴中“食”的代表，另外四位分别是万科、滴滴、58同城、微

正谷海外有机标准农场探访

票。很高兴正谷在有机领域的努力得到可持续消费伙伴们的认可。有机不仅是美
味和安全，其背后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动物福利的养殖方式，对农民的关爱

正谷有机牛奶

01

和公平贸易，也是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家宴食品卡

推出“正谷家宴卡”的初衷：通过选用优
质的环球有机食材，准备一桌健康美味的
菜肴，与亲友分享适度、可持续、健康的
生活方式，带来最好的相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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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澳洲有机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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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国内标准农业基地探访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生态杨梅

05

正谷有机红茶

04

03

端午家宴有机食谱
本期主持：罗朗

· 轻松花菜泥

栏目中食材可通过
正谷家宴食品卡相应选项获得

技术支持：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团队

29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
基金活动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正谷有机农业基金颁奖

正谷新闻
前中国驻希腊大使来访正谷
正谷有机原稻米合作社2015年公平贸易返利发放

30
33

术和生产方式改善农业，减少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
响。2007年创始之初，正谷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们专业的产品团队在世界

范围的优势产区内寻找符合正谷标准、对环境友好、实现公平贸易的产品，今年
端午节的正谷有机粽，也同样遵循了这些标准，正谷食品研究中心集合七年研发
经验，精选全球的有机食材，裹入一枚枚有机粽中，传递不一样的节日情谊！
在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授权下，正谷团队连续五年翻译《世界有机农业

· 有机牛奶蛋羹
· 徽式米粉蒸肉

28

正谷做有机今年是第十个年头，我们坚守着最初的理想，关注以有机的技

2016 年正谷家宴食品卡清单
2016 年正谷全球有机美食地图

概况与趋势预测》中文版；在国家认监委的指导下，参与编写和翻译中国有机产
业报告《Orga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英文版。希望通过正谷团
队的努力，支持到国内外有机同行的贸易和交流，支持国际有机标准的互认。正
谷作为有机行业的重要从业公司，专注有机，通过正谷家宴和Global Sourcing，不
断实现有机产业价值创新。
正谷家宴食品卡承载的不仅是环球有机美食，更是食物背后的有机理念，节
日时一家人品尝家宴的亲情和馈赠时的美好祝愿。将有机食品作为礼物，是分享
健康和美好生活最恰当的表达！
端午佳节，我就用正谷端午家宴卡来表达对正谷环球有机产品伙伴们对大家
的问候吧！
蔚蓝生活，畅享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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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Fach
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之 正谷大事记

2016

WWF“地球一小时”
与你的有机生活

邢建平和张友廷在报告厅做主题演讲

德国纽伦堡 BioFach
第27届有机食品博览会（BioFach2016）于2月10日-13
日在德国纽伦堡举行，展会是由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地球一小时”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现

（IFOAM-OI）主办，欧盟农业委员会、德国农业部协办，

已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规模最大的开源性环保行动。倡导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有机产品盛会和有机同行聚会。此次展会

公众、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周六

有2,575家参展商参展，来自130个国家的48,533名观众参

晚上8点半到9点半，关掉不必要的灯和其他耗电设备，

加。正谷有机农业团队已连续六届参展。

以表达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基于同样的环保理念，正谷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联合创始人邢建平博士、张友廷副总裁在BioFach

正谷董事长张向东与Andre Leu主席

成为世界WWF“地球一小时”官方平台合作伙伴，作为

World论坛中，代表中国有机企业做主题演讲。邢建平博士

WWF2016 “地球一小时：‘为’蓝生活”“食”的代

演讲“正谷和中国的有机餐饮市场”，张友廷副总裁为国际
同行介绍了中国有机食品的市场概况和法律法规。

正谷团队连续五年翻译出品《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

预测》中文版，并将中国有机产业报告翻译为英文版

德国纽伦堡 BioFach

《Orga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

正谷专场报告会

《世界有机农业统计年鉴》的总编辑Helga Willer博士在发

正谷的第二次BioFach专场报告会由IFOAM-OI世界理事
周泽江先生主持。正谷团队与国际同行分享了中国有机
产业发展情况。

布会上感谢正谷所作的贡献，IFOAM-OI主席Andre Leu对
正谷表示鼓励，并感谢正谷在推动中国有机行业与国际交流

表，践行可持续理念。

2015

WWF大熊猫雕塑艺术巡回展，艺术家创作的“正谷熊猫”

2016年地球一小时号召公众从“衣、食、住、行、乐”
五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可
持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正谷通过多种活动鼓励大家面
对气候变化施行自己的解决方案，通过每个人的改变，
保护地球环境，让雾霾不再，蓝天重现。

中国上海 BioFach China

方面的努力。

2014

正谷连续第五年参加中国有机食品博览会，展会上正谷
举办2015 “中国有机农业商业实践和有机农业技术发
展”论坛，邀请国内外有机同行为观众分享有机农业发
展现状。

德国纽伦堡 BioFach
正谷专场报告会
正谷团队与世界有机农业从业者一起，分享中国的有
机产品认证制度与监管政策、有机标识使用和认证机
构，中国有机消费市场状况，正谷的产品标准和技术
团队、正谷的市场实践和全球优势产品策略等内容。

2012

2013
德国纽伦堡 BioFach

德国纽伦堡 BioFach
正谷团队第二次参会，
并开始承担翻译《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中文版。

2011
德国纽伦堡 BioFach

2007
中国上海 BioFach China
正谷董事长张向东拜会国际有机运动联盟
(IFOAM)主席Gerald A.Herrmann先生。

正谷家宴餐饮顾问罗朗分享有机美食理念

正谷团队第三次参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有
机认证机构、有机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公平
贸易组织、参展商等相互交流学习。

正谷团队首次参会。

正谷致力于有机农业9年，倡导和推进适度的、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以有机技术和可持续生产方式改善农
业，减少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正如正谷所倡导的，正谷产品背后遵循着可持续理念。

√ 可持续种植

有机食品在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等有害物的种植过程中，通过投入品的减少帮助环境可持续发展

√ 公平贸易

为农户提供有机种植技术，通过合理采收价格、公平贸易返利等形式支持农户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 动物福利

有机饲养方式关注动物福利，遵循动物天性，提供充足的生活空间

√ 碳中和

供应应季产品、种植树木，以减少和抵消食材生产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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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创业大使是正谷公司内部的一个创新项目，旨
在建立开放、学习、行动的工作文化，实践平等友善创
新的企业基因，正谷有机创业大使将和众多内外有机伙
伴一起，践行有机，分享可持续生活。

苏婧

华南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硕士

朱卫平
正谷海外基地和产品供应部，负
责有机红酒、干果、水果等产品
的开发与供应。

蕊

市场销售部副总监

宋

仓储物流部总监

王运发

市场销售部总监

沈亚萍

高级客户经理

敏

海外基地和产品供应部经理

张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和基地部副总
监，负责有机原稻米、大闸蟹等产
品的开发与供应。

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养殖硕士

石宇光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张友廷

高级客户经理

刘秋双

伟

李萌萌
正谷客户体验官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学博士

正谷海外基地和产品供应部，主要负责有
机橄榄油、海鲜等产品的开发与供应。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植物学硕士

赵惠娟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和基地部总
监，负责正谷国内标准基地的开
发和运营。

山东农业大学 果树学硕士

沈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高级检查员

副总裁 产品总监

坤

客户服务部总监

刘

斌
高级客户经理

苏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硕士

王丽英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负责有机
粽、有机月饼等节日产品开发。

图注：部分正谷有机创业大使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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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以有机农业团队的专业能力，在国内外建立正谷标准农场，提供
有机农业技术支持，生产符合《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的优质产
品，并将产品搭配为六个选项，融入“正谷家宴食品卡”，以环球优
质的美食和专业方便的服务传递真挚情谊。

正谷家宴是桌上食材自全球甄选，简单烹饪，细细品味；
正谷家宴是精心搭配，择时令自然美味与亲友分享；
正谷家宴是有机的生活方式，爱护环境，遵循作物与动物的生长规律，尊重农人劳作成果；
正谷家宴是以食会友，用“一桌好食物”这样虽质朴却真诚的方式关爱亲友，传递节日祝福，分享爱。
正谷家宴卡不仅是一张卡片，更是正谷所提倡的可持续生活的表达方式。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正谷2007年在参照美国（NOP）、日本（JAS）以及中国（GB/T 19630.1~19630.4-

2005）有机农业生产标准的基础上，在中国农业大学蔬菜种植专家张福墁教授、食品安全专家蔡同一教授、生态
农业专家沈佐锐教授、土壤学和有机农业专家曹志平教授、农业废弃物生物转化与综合利用专家孙振钧教授的指导
下，经过多次研讨，制定和完善了《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正谷产品均严格遵守此标准。

1.

正谷家宴

2.

澳洲有机牛肉和
法国红酒

3.

正谷阳澄湖
大闸蟹

4.

瑞士巧克力和
有机红茶

5.

6.

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家宴选项

正谷有机粽1盒（11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拉尼斯酒庄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
正谷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生态养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满足家庭日常饮食所需，正谷有机蔬

你可有一个有机田园梦？阖家劳作，其乐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菜、正谷有机水果、正谷有机鸡蛋等时

融融。身在钢筋水泥城市，也有机会享受

令搭配，每月调整，不时不食。此选项

悠然有机生活。此选项提供正谷农场采
摘、正谷有机活动等实践机会，详情可访
问正谷网站或咨询微信在线客服。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通过OFDC有机认证，遵循高标准动物福利，

殖基地通过“以渔净水”的

甄选秘鲁公平贸易农场可可，加入法国

当月供应产品组合可通过正谷网页、微

正谷有机牛奶（2升）

有机牧草喂养的正谷澳洲有机牛肉；来自法国

可持续养蟹方式，以9年专业

珍稀海盐，经瑞士高品质制作的正谷瑞

信公众号查看。

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

养殖经验提供高品质阳澄湖

士Cavell海盐黑巧克力；产自1200米以

种植酿造的正谷法国红酒。

大闸蟹，雄蟹0.35斤/只，雌

上的云南高山茶园，仅采一芽一叶之芽

蟹0.25/只，各4只，并配有生

尖，竹篮发酵的正谷云南有机红茶。

国内首款有机粽，95%以上原料有机食材，保
质期仅45天；对农户和环境友好、支持公平
贸易的正谷黑龙江五常有机原稻米和正谷瑞士
Cavell海盐黑巧克力；严苛质量标准，手工
选果，特级初榨的正谷希腊橄榄油；支持高标
准动物福利，获得中国、欧盟及丹麦有机认证
的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

姜、紫苏、蟹醋和蟹二件。

解析598型2016年端午
正谷家宴食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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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选项
01

正谷有机粽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去繁 品好食材自然味道

食有机

以食物关爱自己

中国有机产品标准GB/T19630对“有机米粽”有着严
格的规定：95%以上的原料需经过有机认证，此“原
料”甚至包括粽叶和粽绳；不含防腐剂等添加剂和转
基因成分；每一份有机粽都需要加贴唯一有机认证标

正谷有机粽仅使用有机橄榄油、有机白砂糖、有
机酱油调味，无任何添加剂，呈现食材原香。传
统米粽的保质期很长，有的甚至超过200天，正谷
不用任何防腐剂添加剂，米粽经高温蒸煮、商业
灭菌、真空包装，保持45天自然保质期，以求食
客吃到新鲜有机粽。

粽子，

作为传统端午节日食品，

不仅是箬叶包裹的角形米食，

从食材、配料、制作

到分享、品尝，

人们丰富了粽子中的文化与情感，

它即成为了生活艺术的一处体现。

正谷有机粽，

为你传递择优而食、

追寻原味的生活主张。

端午食颗

有机粽

识，以便有机认证产品的追溯和控制。

厚意 以选择关爱世界
择食材

环球范围甄选

正谷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并建立符合《正谷有机产品质量
标准》的正谷标准农场，正谷有机粽的食材主要来源于
此，这些食材经过拥有多年经验的正谷有机农业技术团
队甄选，是健康美味的基础。小小一颗米粽，包含着一
张世界有机美食地图：黑龙江五常有机水稻种植合作社
的正谷有机原稻米，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正谷有机牛肉标
准农场的正谷有机牛肉，内蒙古库伦旗正谷有机糯米、
有机燕麦、有机黑米、有机红小豆，意大利有机橄榄
油，新疆昌吉有机白砂糖，山东最早有机酱坊的有机酱
油等。

“有机”不只是食品的标准和食用的放心，它的
意义远大于此。“健康、生态、公平、关爱”，
有机的理念是对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爱，比如动物
福利、公平贸易、环境可持续发展。糯米清香有
机粽中的有机原稻米产自践行公平贸易、为农户
提供公平收入和种植技术的正谷标准农场。牛肉
咸香有机粽背后是尊重动物天性、提供优良生活
环境的动物福利。盛装有机粽的是广西当地壮族
和客家族手工编织的竹筐，既是对传统手工艺的
支持，也是不会给环境增加负担的环保材料。包
装方面，正谷秉承少印刷、少油墨的原则，以对
环境更友好的方式呈现。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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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贸易
正谷通过提供有机农业技术支持和产品追溯体系为基地的农户带来更公
平的收入。让农户收获更优质的大米、更好的环境、更美好的生活。

瑞典 FSC认证纸材

拉林河与牤牛河在这片百年贡米产地交
汇，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为水

我们采用环保纸质，减少油墨
使用，减少用胶，纸张不采用

当地拥有十多年有机杂粮种植及出口历

覆膜工艺，践行可持续农业。

史，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结

稻生长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条件。6年前，
正谷在这里建立了正谷五常有机水稻种

构为杂粮有机种植提供了适宜条件。有机

植合作社，引入有机种植技术与公平贸

种植的黑米、燕麦与糯米的组合，带来更

易理念，与当地农户共同守护这片充满
希望的黑土地。

丰富的口感和食物特有的清香。

黑龙江五常 正谷有机原稻米

内蒙古库伦旗 正谷有机杂粮
新疆昌吉 有机白砂糖
意大利西西里岛 有机橄榄油

甜菜生产基地采用有机种植，建立

取地中海沿岸山地所产有机橄榄，

体系，把控每个关键环节，无转基

烟台十年酱坊，国内最早从事有

因，无人工化学合成物添加。

机酱油生产，采用非转基因东北

从种植到生产，全程可追溯的管控

山东烟台 有机酱油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手工采摘，第一道物理冷压榨，无
任何添加剂成分，将西西里岛橄榄
成熟的喜悦锁入特级初榨橄榄油清
淡柔滑的口感之中。

广西 野生箬叶和竹筐包装

粽叶精选野生箬竹叶，产自广西

有机大豆、有机小麦，结合现代
纯天然恒温密闭式有机酿造工
艺，酱香浓郁、味成自然。

玉林粽叶产区，箬竹优势生长区
域，箬叶清香，天然防腐。
包装采用广西壮族和客家族的手

北京

工编织竹筐，材料环保，可重复
利用。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
张友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高级检查员）、魏凤桐（博士）、李萌
萌（博士）、王丽英（硕士）等进行有机粽的口味研发、配方生
成。今年已是他们第七年从事健康米粽研发，仍要保证食材务必全
球精选，配方反复调试，探寻美味与健康的平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正谷澳洲草饲有机牛肉
正谷有机粽（8粒）
糯米清香有机粽 X 2
牛肉咸香有机粽 X 2
燕麦甜香有机粽 X 2
黑米红豆有机粽 X 2

在1.2万公顷的澳洲有机牧场上，3000头有机牛悠然
地享受着广阔的空间、阳光，食用有机牧草，这些牧
草比玉米等粮食作物更适合它们的胃。有机牛不会被

128 元

有机认证
每一份正谷有机粽都贴有机食品认证追溯标签。95%的
食材经过有机认证，不采用转基因或化学合成食品添加
剂。标签上的追溯码具有唯一性，保证产品可追溯。

割断牛角，也不经过迅速增重的育肥过程，动物福利
是牧场善待牛的方式。

动物福利
友善的对待动物，并不仅仅出于食品安全及营养价值的考虑，同时也是
人类作为自然一员的反思，正谷对待动物有着同样的关心和爱护。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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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1,000
户

每天

头

240,000

升

OABC
milk

专业员工

工厂历史

正谷农场

√ 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丹麦标准农场面积广阔，靠近大海，执行高标准动物福
利，因此这片农场上的牛和圈养的牛非常不同，可以依照天
性自由觅食，生活环境优良。

奶源
129年历史的牧场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来自正谷丹麦标准农
场，农场坐落于童话王国丹麦日德兰半岛最美
的北部海岸，始建于1887年，历史悠久。

德国

有机加工

350
127
＞ 20

名

年

OABC
milk

年

加工厂

√ 新鲜优质奶源
正谷丹麦标准农场所在的小镇Thise上有80多户放牧的农户，
共拥有将近11,000头奶牛，每天产出约240,000升有机牛奶。
当天收集到的牛奶直接送到制奶厂进行加工，确保产品的新
鲜程度。农场所产的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获得中国、欧盟
及丹麦的有机认证，同时符合正谷优质食品质量要求。

加工
德国工艺保障
√ 家族传承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Ouroland有机牛奶由德国加工厂加工，127年前，Lüif家族在德国
Münsterland成立了这家加工工厂。工厂占地面积大于165000平方米，
拥有350名专业员工。至今，第五代Lüif家族成员依然坚持着曾祖父们严
谨的理念，亲自打理着越来越壮大的家族产业。

01

正谷有机牛奶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1选项

√ 品质即是一切
在德国，产品品质即是生命。牛奶加工厂拥有超过20年的有机食品加工
资质，至2015年已连续6次获得德国联邦食品与农业部颁发的最高食品
质量国家大奖。

中国
正谷仓储
物流中心

√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 采用兼顾产品质量和环境友好的加工方法
- 加工设备的运行避免污染环境和威胁公众健康
- 通过对能源、水源和原材料的节约，保证生态平衡

包装
健康可回收的玻璃瓶
市面上的牛奶有多种包装形式，从塑料瓶、利乐包装到玻璃瓶。正谷
Ouroland有机牛奶Münsterland工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玻璃瓶
包装，因为玻璃材质无色无味，对健康没有伤害，不会与其他材料产生
反应；同时，几乎所有的玻璃瓶都可以完整的回收，不会给环境造成负
担。因此正谷选择更加环保且能更好保存牛奶风味的玻璃瓶包装，带来
丹麦有机牛奶的原汁原味。

OABC
milk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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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BC

正谷澳洲有机牛肉牧场

好草好水养好蟹

例疯牛病病例发生，是国际公认的最优牛肉产地。
气候温暖、阳光明媚，山地地形平缓宽广、水源
充沛，形成了优质天然牧场，是有机牛肉的优势
产区，正谷澳洲有机牛肉牧场正位于此。

02

选项
02

正谷有机牛肉可选于：

牧场实探

正谷家宴食品卡

有机草饲
正谷联合创始人、执行总裁张建伟博士带领正
谷海外基地团队，建立正谷澳洲有机牛肉农场。

正谷大闸蟹
生态养殖基地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生态系统相对独立，至今无一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牧场采取有机耕作方式，牛在草场间轮换觅食，
保证牧草充足且利于草场恢复。有机牧草饲养，
无谷物喂养和育肥，既尊重牛的生物习性、减

少牛因饮食不适患病而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
又使得牛肉风味浓郁。

03

动物福利

正谷大闸蟹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3选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位于阳澄湖的水质最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生态养殖基地指标

优的东湖与中湖，拥有优质水域 2000 亩。这里最靠近

正谷澳洲有机牛肉牧场面积 1.2 万公顷，仅饲养

长江口，环境优美，水质清浅，具有独特的水、泥土、

3000 多头牛，自由放牧、充足的运动场所为牛提

水生物的生态环境。正谷自 2007 年开始大闸蟹配送业务，

供足够的生活空间。牧场选择没有角的牛种，避

放养密度

400-500 只幼蟹/亩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因其在阳澄湖专业的生态养殖技术及

免断角的痛苦和牛相互间的打斗与伤害，牛享受

长期稳定的高品质，被国家质检总局获准授权“阳澄湖

到高规格的动物福利。

大闸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谷连续五年举办“正谷
大闸蟹生态养殖技术交流会”，邀请渔业和大闸蟹养殖
专家推进阳澄湖水质保护和大闸蟹可持续养殖。
在养殖大闸蟹的过程中，水草和水质是很重要的两个因

食品安全
正谷有机牛肉生产、加工、包装各个环节均在澳洲
完成，受到检查制度控制，严格遵守澳大利亚全国
性牲畜鉴定体系和牲畜生产保证计划，并符合正谷
质量标准和追溯体系要求。

素。“蟹多少，看水草；蟹大小，看水草”，水草可以
净化水质、增加氧气量，大闸蟹的蜕壳也必须依附水草。
因此正谷大闸蟹养殖基地技术团队特别重视水草的培植，
并通过养水草净化养殖水质，降低放养密度，实践“以
水养蟹，以渔净水”的正谷生态养蟹模式。
小小一只大闸蟹，从蟹卵到成蟹要跨越两年时间，脱壳
几近二十次。待到“秋风起，蟹脚痒”的金黄九月，食
客们即可享用到鲜甜的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水草覆盖率

60% 左右

H2O

＞

5 mg/L

NH3-N

＜

0.2 mg/L

NaNO2

＜

0.1 mg/L

水中溶氧条件

水中氨氧含量

水中亚硝酸盐含量

pH

水中PH值

7.5-8 偏碱性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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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05

正谷水果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

一年只等这一颗

05

初夏渐浓时，正谷仙居杨梅基地一片凝翠流丹，一眼望不到边。摘
一枚鲜梅放入口中，便仿佛驱散了整个夏日的暑气，吃完许久，酸
酸甜甜的余味也不肯散去，夏日的暑意顿消了多半。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丘陵上的东魁杨梅】
在浙江仙居母亲河永安溪畔，海拨350-700米的丘陵山地上，坐落着正谷杨梅基地，
这里气候湿润、水分充足，杨梅树体生长健壮，是最适合东魁杨梅生长的地方。
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同事连续多年与梅农一起，采用捕虫灯、黄板、糖醋罐等生
态技术，在无农药的情况下保证杨梅果实不受虫害。树体不使用化肥、膨大剂，每
一颗优质果实的生长和成熟都是时间的积累。选果严格遵守正谷优质食品标准，优
选特级标准果实，果大形如乒乓球，肉厚、色艳、甘甜。

【仅供7天的时令鲜果】
东魁杨梅仅14天采摘期，正谷只选择其中最佳的7天采摘，将汁水饱满、酸甜味足的
仙居夏日美味送到您的家中。一口鲜梅，清香宜爽，余味绕舌，一年里只等这一颗。

04

正谷有机红茶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4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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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料理方法
the organic cauliﬂower, garlic, salt and white pepper in a small sauce pot.
1. Place
Add the organic milk, cover with a tight-ﬁtting lid and bring to a simmer over low
heat until the organic cauliﬂower is soft. You may need to add a bit more water.

将有机花菜、蒜头、食盐和白胡椒粉放入小炖锅 , 加入有机牛奶，盖严盖子，
小火慢炖，直到有机花菜变软。过程中可能需要加多一些的水。

2. When the organic cauliflower is soft, purée with a stick blender or food
processor. Add the sugar and drizzle in the organic olive oil until fully combined.

当有机花菜变软，将其搅拌成泥状或利用食物处理器来制作，缓缓加入白
糖和有机橄榄油，直至完全混合即可。

05

正谷有机花菜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5选项

正谷有机蔬菜
规格：8 斤 / 箱，6 - 8 种 价格：198 元

01

正谷有机牛奶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1选项

正谷有机牛奶
规格：1 升 / 份 价格：32 元

01

正谷有机橄榄油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1选项

正谷有机橄榄油
规格：750 毫升 / 瓶 价格：198 元

|

罗 朗

正谷家宴餐饮顾问，作为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现任大使
博卡斯的官邸总厨，拥有 18 年餐饮经验。出生于美国，足迹遍布多
个国家，曾于多家顶级 5 星级酒店、纽约米其林星级餐厅就职。对

轻松花菜泥

本期主持

Easy Cauliflower Purée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如何搭配和激发有机食材的美味有着独到见解。

家宴，是主人甄选食材、精心烹饪之美味，也是亲友相
聚、欢声笑语之情谊。春夏之际，正是农作物都生机勃勃的
季节，此时的食材也别具时令特点，几簇青翠欲滴的有机蔬菜、

Ingredients 主要食材

一盘来自澳洲广阔牧场的有机牛肉、一碗幽香清甜的有机原
稻米、数滴特级希腊初榨有机橄榄油、三五颗甘甜可口的仙
居杨梅……无一不能成为一道独特的美味菜肴。有机好食材，
不需过度烹饪，只简单几步，即是食材本身原汁原味的风味，
为家宴传递最真挚的情感与祝福。

850 g
35 g
200 g
10 g
7g
0.5 g
20 g

- Organic Cauliﬂower 有机花菜
- Organic Olive Oil 有机橄榄油
- Organic Milk 有机牛奶
- Sugar 白糖
- Salt 食盐
- White Pepper 白胡椒粉
- Garlic, Peeled 去皮蒜头

Easy cauliﬂower purée is arguably one of the simplest, yet most versatile
recipes in our collection. It has the body of great mashed potatoes, but
without all the calories. Try it with our scallops, or alongside any of our
Alaskan ﬁsh or crab.
这道菜花泥可以说是制作起来最简单的，却是最通用的食谱，可以用来做配菜、
餐后小食，或者宝宝的辅食。而且虽然它看起来像是土豆泥 , 却完全不含卡路里。
另外你也可以在这个食谱的基础上尝试搭配阿拉斯加扇贝、鳕鱼和蟹来烹饪。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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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edients 主要食材
300 g
130 g
50-75 g
7g
3g
4g
3g
2g
2g
1g
1 pc
1 pc
12 g
5g
4g
500 g

- Organic Top Round Beef 有机牛腱肉
- Organic Rice 有机原稻米
- Organic Olive Oil 有机橄榄油
- Ground Red Chili 磨碎的红辣椒
- Cinnamon 肉桂
- Sichuan Peppercorns 四川花椒
- Star Anise 八角
- Baikou 白蔻
- Doukou 豆蔻
- White Pepper 白胡椒
- Bay Leaves 一份香叶
- Cloves 一份丁香
- Scallions 葱
- White Sesame Seeds 白芝麻
- Salt 盐
- Sweet Potatoes, Peeled and Diced
红薯，剥皮切块

02

正谷有机牛肉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2选项

正谷有机牛腱肉
规格：2 斤 / 箱 价格：298 元

01

正谷有机原稻米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1选项

正谷有机原稻米
规格：10 斤 / 箱 价格：198 元

01

正谷有机橄榄油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1选项

There are at least two types of Fen Zhen Rou in China; the Sichuan style
and the Hui Style. This is the latter. We have taken our especially ﬂavorful
organic rice, toasted and ground it with a variety of spices. A dash of
chili adds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heat to compliment the aroma of the
organic beef.
在中国，至少有两类米粉蒸肉的做法：川菜做法和徽菜做法，我选择的是后者。
我们采用多种调料，并且用烤和研磨的方式来激发有机大米的独特香气，其中少
许的辣椒在加热后更是令有机牛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正谷有机橄榄油
规格：750 毫升 / 瓶 价格：198 元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Method 料理方法
a dry wok or skillet over medium-low heat. Add the whole spices and sauté to bring
1. Heat
out the aroma. When you can smell the spices, remove from the skillet and allow to cool.
Add the organic rice to the skillet and continue to toast, stirring often, until the grains are
golden in color and opaque. Remove from the heat and allow the rice to cool thoroughly.
将一只干燥的炒锅或煎锅小火加热，加入所有香料，用少量油炒出香味，当闻到香味时，盛出冷却。
在锅中加入有机原稻米，不断翻炒，直到米粒变成不透明的金黄色。从锅中中盛出，待饭凉透。

2. Grind the spices to a ﬁne powder in a coffee or spice grinder, sifting out any large pieces

if necessary. Continue with the toasted rice, making sure not to grind too ﬁnely. The result
should have the texture of cornmeal. Combine the rice with the spice powder, red chili
and sesame seeds. Mind the scallions ﬁnely and add to the mixture. Add the salt and mix
thoroughly to combine.
使用咖啡豆研磨器或香料研磨器将香料研磨成细粉，有必要的话可筛出较大的颗粒。将炒好的米粒
研磨，不必磨的太细，磨好的米饭应具有麦片一样的质地。将米饭和香料粉、红辣椒碎、芝麻混合，
加入葱碎，然后加盐并充分混合。

3. Cut the organic beef into 4-5 cm cubes. Toss with the rice powder mixture and the beef
and drizzle in the organic olive oil. Mix thoroughly. Line a large bowl with the diced sweet
potato and scoop the beef mixture over the top. Place in a pre-heated steamer and

徽式米粉蒸肉
Steamed Beef in Rice Powder

steam, checking the level of the water as necessary, for 1.5-2 hours or until the beef is
cooked to your liking. Serve immediately.
将有机牛腱肉切成 4-5 厘米的小块。米粉、牛肉和少量有机橄榄油搅拌至完全混合，将红薯块摆入
一只大碗，把混合好的牛肉粉舀到上面。蒸锅加水预热，把碗放在蒸屉上蒸 1.5-2 小时或直到你喜
欢的程度，蒸的过程中要常常检查水位，蒸好即可食用。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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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牛奶蛋羹

Chilled Egg Custard

Ingredients 主要食材
4 pc
275 g
3g
0.1 g
30 g
any

27 端午家宴有机食谱 | 夏季刊

- Organic Eggs 有机鸡蛋
- Organic Milk 有机牛奶
- Salt 食盐
- White Pepper 白胡椒
- Butter 黄油
- Your favorite toppings, as desired
按个人喜好制作的浇汁

Organic and Beyond's organic eggs really are something special.
Serve this dish at your next dinner and ﬁnd out why. This cold dish lends
itself particularly well to spring and summer meals, but you could just
as easily serve it right out of the oven or steamer for a little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cooler months of the year.
正谷的有机鸡蛋真的是个很特别的食材，下一顿晚餐就尝试一下这道菜吧，这样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了。这道冷盘特别适合春季和夏季 , 但你也可以利用烤
箱或者蒸锅把它微微地改变一下，这样在寒冷一些的季节里也可以享受到美味。

05

正谷有机鸡蛋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5选项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有机鸡蛋

规格：12 枚 / 盒 价格：36 元

01

正谷有机牛奶可选于：
正谷家宴食品卡01选项

正谷有机牛奶
规格：1 升 / 份 价格：32 元

Method 料理方法
beat the salt and pepper into the organic eggs with a fork. Stir in the
1. Gently
organic milk until ﬁlly combined. Melt the butter, and stir into the mixture. Pour
into cups or a large heat-proof dish.
用叉子将盐和胡椒轻轻打入有机鸡蛋，一边加入有机牛奶一边搅拌直至完全融合。
将黄油融化，加入搅拌。最后把蛋液倒入杯子或耐热的碟子中。

2. If using a steamer: place the cups inside the steamer and steam for 20-25
minutes or until set.

蒸锅制作方法 : 将杯子放到蒸锅里蒸 20 - 25 分钟或直到凝固。

3. If using an oven: Place the receptacle in a tray and pour in hot water until it
reaches at least halfway up the sides of the custards. Bake in a 325•F oven for
20-25 minutes.
烤箱制作方法 : 把容器放在一个托盘上 , 在托盘里倒入热水，水的高度至少是蛋羹的
一半。烤箱调至 325 华氏度烘焙 20 - 25 分钟。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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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新闻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Organic and Beyond Fund）是公益基金，由正谷农业发起，

前中国驻希腊大使来访正谷

旨在推动有机农业行业发展，促进行业国际交流，分享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动物福
利、可持续消费等理念。

2016 年 1 月 7 日，前中国驻希腊大使甄建国来访，
与正谷联合创始人、首席产品官邢建平博士等交流。
甄大使谈到了希腊橄榄油的主要产区：伯罗奔尼
撒、克里特等，当地人有在清晨直接饮用一勺橄榄油

正谷有机农业基金提供可持续方案咨询服务，希望与更多个人、企业与社会团体

的习惯，他们常说“希腊有医院，但没有心血管科”。

一起推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实践。

邢建平博士与甄大使交流了正谷技术团队及正谷希腊
橄榄油基地有机种植情况及特级初榨橄榄油品质管理
的过程。正谷甄选希腊橄榄油优势产区希腊玛尼半岛，
当地农人遵循传统手工采摘，所产特级初榨橄榄油通
过欧盟有机认证，并符合《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基金活动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正谷有机农业基金颁奖

张向东董事长感谢甄大使的来访，与甄大使等来
宾一起分享了用正谷 Mosur 橄榄油烹调的正谷有机
家宴简餐，大使十分喜爱正谷 Mosur 橄榄油。甄大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使表示会一如继往地支持正谷将希腊优质的橄榄油带

正谷希腊橄榄油农场

给中国。

正谷有机原稻米合作社
2015 年公平贸易返利发放
2016 年 3 月中旬，正谷有机原稻米团队前往位于黑
龙江省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的正谷有机原稻米合作社，
为合作社农户进行一年一度的公平贸易返利和种植奖励
发放。
“稻谷返利”是正谷一直以来“公平贸易”理念的
坚持，在每年稻谷秋收过后，正谷有机原稻米团队对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钢为正谷有机农业基金秘书长张婷婷颁发证书

作社农户进行现金返利，为农户提供更加公平的收入。
此外，正谷设置了“稻谷质量奖”等奖项，在稻谷

2016 年 1 月 5 日，2015 年可持续消费宣传周答谢年会 & 中国零售可持续消费平台路演活动在北京亮马河

采收和入库环节，原稻米团队对每位农户所产稻谷科学

南路 2 号联合国大楼举行，此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抽样，依据《正谷有机原稻米质量控制标准》测定水分、

（CCFA）在联合国驻华代表处共同举办。作为可持续消费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者，正谷董事长张向东 , 正谷联合

出米率、杂质含量、气味、口感等指标，综合评定打分，

创始人、正谷有机农业基金秘书长张婷婷代表基金出席了本次年会。

以此评选稻谷质量等奖项，鼓励生产优质稻谷的农户进

鉴于对联合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倡议的贡献，我们真诚地感谢贵机构在有机农业行业发展和宣传可持续消
费理念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希望我们的合作得以不断发展并期待您的不懈支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
联合国驻华系统气候变化和环境委员会主席张世钢颁奖，正谷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张婷婷代表正谷领奖。
从 WWF 到中国绿色可持续消费，从 e 农计划到阿拉善 SEE，正谷用行动实践我们的经营哲学：对生活价
值的尊重，倡导和推进可持续的、适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支援更多的人建立生活的未来，与合作者、顾客、
企业员工分享成功和生活的意义。

行可持续种植。
正谷有机原稻米团队还与合作社农户共同规划了
2016 年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调拨水稻种子、有机肥，
提供有机技术支持，为新一年的正谷有机水稻生产拉开
了序幕。

正谷有机原稻米团队与合作社的农户们

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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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皮尔斯德荣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3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3-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雄蟹0.53斤/只，雌蟹0.36斤/只，各4只）正谷生姜60克，紫苏10克，蟹醋100毫升，蟹二件1套

1-

2-

3-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苏州市阳澄湖镇，共有 2000 亩优质水域，采用生态养殖方法：降低放养密度，培植水草，投放

4-

4-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蔬菜1箱（4斤/箱，3-4种）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拉尼斯酒庄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牛奶2升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和
莱斯澈酩斯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
正谷莱斯澈酩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雄蟹0.45斤/只，雌蟹0.30

56-

1-

2-

34-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牛奶2升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和
拉尼斯酒庄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
正谷拉尼斯酒庄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 （雄蟹0.40斤/只，雌蟹
0.28斤/只，各4只）

正谷Cavell巧克力、干果和有机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正谷Cavell巧克力、干果和有机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4盒（100克/盒）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正谷高古沱茶
正谷高古沱茶1盒（230克/盒），珍藏八零年末销法大沱，茶家收藏乾仓黑茶之上选

5-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

斤/只，各4只）

天然饵料，所产大闸蟹肉如玉脂、膏堆满壳、肉质新鲜、余味无穷。 每一只正谷阳澄湖大闸蟹都有“正谷”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
产品防伪蟹扣。

正谷家宴

8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采用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无添加配方生产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10斤/箱），五常正谷有机水稻合作社，百年贡米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蔬菜1箱（8斤/箱，6-8种），遵循《正谷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种植，蔬菜品种随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2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莱斯澈酩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严苛质量标准，手工选果，特级初榨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高品质巧克力，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有机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云南高山茶园，有机种植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有机牛奶2升，家庭有机牧场，健康土地，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11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卡类型：4998 / 2998 / 1998 / 1198 / 898 / 598/ 398

29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正谷家宴食品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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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6-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实践等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2箱（4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2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3-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雄蟹0.58斤/只，雌蟹0.40斤/只，各4只）
正谷生姜60克，紫苏10克，蟹醋100毫升，蟹二件1套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苏州市阳澄湖镇，共有 2000 亩优质水域，采用生态养殖方法：降低放养密度，培植水草，投放天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采用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无添加配方生产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10斤/箱），五常正谷有机水稻合作社，百年贡米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蔬菜1箱（8斤/箱，6-8种），遵循《正谷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种植，蔬菜品种随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西冷）1箱（2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莱斯澈酩斯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严苛质量标准，手工选果，特级初榨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高品质巧克力，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有机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有机牛奶2升，家庭有机牧场，健康土地，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2-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3-

正谷高古沱茶2盒（230克/盒），珍藏八零年末销法大沱，茶家收藏乾仓黑茶之上选

5-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苏州市阳澄湖镇，共有 2000 亩优质水域，采用生态养殖方法：降低放养密度，培植水草，投放天
然饵料，所产大闸蟹肉如玉脂、膏堆满壳、肉质新鲜、余味无穷。 每一只正谷阳澄湖大闸蟹都有“正谷”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
防伪蟹扣。

4-

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实践等

5-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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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有机生活
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如正谷有机活动、有机农场实践等

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牛奶2升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和
拉尼斯酒庄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拉尼斯酒庄红酒1瓶（750毫升/瓶）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 （雄蟹0.35斤/只，雌蟹
0.25斤/只，各4只）

正谷Cavell巧克力和有机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正谷Cavell巧克力、干果、皮尔斯德荣红酒和有机红茶
正谷Cavell巧克力4盒（100克/盒），瑞士高品质巧克力，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有机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云南高山茶园，有机种植

正谷为家庭优选的一款产品组合，详情关注“正谷”微信或访问正谷网站www.oabc.cc

6-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雄蟹0.50斤/只，雌蟹0.32斤/只，各4只）正谷生姜60克，紫苏10克，蟹醋100毫升，蟹二件1套

防伪蟹扣。

正谷高古沱茶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皮尔斯德荣红酒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3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然饵料，所产大闸蟹肉如玉脂、膏堆满壳、肉质新鲜、余味无穷。 每一只正谷阳澄湖大闸蟹都有“正谷”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

4-

正谷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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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每月优选
你的有机生活

3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和皮尔斯德荣红酒

1-

5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采用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原稻米、杂粮等有机食材，无添加配方生产
正谷有机原稻米1箱（10斤/箱），五常正谷有机水稻合作社，百年贡米种植历史
正谷有机蔬菜1箱（8斤/箱，6-8种），遵循《正谷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种植，蔬菜品种随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正谷有机牛肉（牛眼肉）1箱（2斤/箱），澳大利亚昆士兰有机牧场，OFDC有机认证，有机牧草喂养，自由放牧，高标准动物福利
正谷皮尔斯德荣红酒1瓶（750毫升/瓶），法国科比埃产区，一百一十年历史葡萄园，传统工艺种植酿造
正谷Mosur橄榄油1瓶（750毫升/瓶），希腊橄榄油生产专家，严苛质量标准，手工选果，特级初榨
正谷Cavell巧克力2盒（100克/盒），瑞士高品质巧克力，可可来自秘鲁的家庭有机农场，支持公平贸易，实践碳中和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开心果2盒、腰果仁2盒、巴旦木2盒
正谷武夷岩茶·合岩1盒（160克/盒），武夷山自然生态环境，山高地沃，岩骨花香，炭焙工艺，岩韵醇厚
正谷有机牛奶2升，家庭有机牧场，健康土地，散养方式，高标准动物福利

2-

你的有机生活

正谷家宴

19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4998正 谷 家 宴 食 品 卡 选 项

1-

你的有机生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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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家宴
正谷有机米粽1盒（110克*8粒）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Cavell巧克力1盒（100克/盒）
正谷有机牛奶2升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和
有机原稻米
正谷有机牛肉（牛腱肉）1箱（2斤/箱）
正谷有机原稻米1盒（6斤/盒）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8只 （雄蟹0.30斤/只，雌蟹
0.20斤/只，各4只）

有机红茶
正谷有机红茶1盒（160克/盒）

56-

正谷每月优选
正谷干果
正谷干果1套（3斤/套，3种）

